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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學年度第二學期資工系專業課程書單 

學制：日間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一 A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(二) 必修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FS712 978-957-442-484-9 洪維恩 旗標出版社 

資工一 A 莊智隆 雲端管理概論 選修 
第三版雲端運算應用與實

務 
  978-986-463-923-6 黃正傑 全華圖書 

資工一 B 謝隆斌 計算機程式設計(二) 必修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FS712 978-957-442-484-9 洪維恩 旗標出版社 

資工二 A 李克明 電子電路(二) 必修 電子學基礎理論 06300-01 978-986-503-070-4 
楊棧雲、洪國永、張

耀鴻 
全華書局 

資工二 A 林仲晟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

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

(含 AMA Fundamentals Level

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術

科試題) - 最新版(第三版) 

AB12002 978-986-455-727-1 施士文 台科大圖書 

資工二 A 張心垚 計算機結構 必修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概論 F7880 9789574426119 阮聖彰等 旗標出版社 

資工二 A 張建原 資料庫管理系統 選修 
Access 2019 嚴選教材！資

料庫建立．管理．應用 
  9789865024109 楊世瑩  碁峰資訊 

資工二 A 傅日明 JAVA 程式設計 選修 掌握 Java SE11 程式設計 MP31911 978-986-434-410-9 陳錦輝 博碩文化 

資工二 A 黃郁琇 機率與統計 必修 
機率與統計 精華版 第 9

版 
  978-986-93282-7-2 陳常侃,王妙伶 譯 歐亞書局 

資工二 A 黃郁琇 物聯網系統概論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 B 蔡文欽 電子電路(二) 必修 電子學 基礎理論 06300-01 978-986-503-070-4 
楊棧雲.洪國永.張鴻

耀 編譯 
全華圖書 

資工二 B 林仲晟 電子電路實習 必修 

Arduino 微電腦應用實習

(含 AMA Fundamentals Level

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術

科試題) - 最新版(第三版) 

AB12002 978-986-455-727-1 施士文 台科大圖書 

資工二 B 張心垚 計算機結構 必修 計算機組織與結構概論 F7880 9789574426119 阮聖彰等 旗標出版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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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日間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二 B 陳俊吉 網頁程式設計(二)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 B 傅日明 JAVA 程式設計 選修 掌握 Java SE11 程式設計 MP31911 978-986-434-410-9 陳錦輝 博碩文化 

資工二 B 黃志峰 物聯網系統概論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 A 李克明 微算機實習 必修 
例說 89S51－C 語言（第六 

版） 
C129e6 978-986-430-426-4 

張義和、王敏男、 許 

宏昌、余春長 
新文京開發 

資工三 A 張建原 作業系統 必修 作業系統概念   9574837939 駱詩軒 東華 

資工三 A 陳俊吉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 A 黃郁琦 義肢與矯具學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 B 王耀金 
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

(一)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 B 李克明 微算機實習 必修 
例說 89S51－C 語言（第六 

版） 
C129e6 978-986-430-426-4 

張義和、王敏男、 許 

宏昌、余春長 
新文京開發 

資工三 B 王維倫 作業系統 必修 待確認      

資工三 B 林麗滿 健康照護系統實務 選修 
醫療品質管理學 

醫學資訊管理學 
  

978-986-194-334-3 

978-986-194-503-3 

藍忠孚等作 

張慧朗等作 
華杏出版社 

資工三 B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(四) 選修 Django 從平凡到超凡   9789865033477 唐元亮 全華 

資工四 A 何俊輝 人工智慧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

資工四 A 謝廷旻 醫療電子儀器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

資工四 B 王耀金 影像處理系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

資工四 B 黃郁琇 
健康照護與雲端技術

整合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

資工四 B 黃志峰 數位影像處理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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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日間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一丁 余國正 計算機程式設計 必修 C 語言教學手冊 第四版 FS712 978-957-442-484-9 洪維恩 旗標出版社 

資工一丁 王耀金 電子電路 必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丁 王士銘 
記憶體測試設備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丁 黃志峰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選修 微電腦原理與應用 Arduino 06239-017 978-957-21-9862-9 黃新賢等 全華圖書 

資工二丁 謝作生 3D 列印實務 選修 
學 SOLIDWORKS 翻轉 3D

列印 2016 
622507 978-986-463-053-0 詹世良張桂英 全華圖書 

資工二丁 謝坤達 
物聯網與 Arduino

系統實務 
選修 物聯網概論 6428 978-986-503-346-0 張博一等 全華圖書 

資工二戊 王士銘 
記憶體測試設備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戊 黃志峰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選修 微電腦原理與應用 Arduino 06239-017 978-957-21-9862-9 黃新賢等 全華圖書 

資工二戊 徐祥鎮 3D 列印實務 選修 
學 SOLIDWORKS 翻轉 3D

列印 2016 
622507 978-986-463-053-0 詹世良張桂英 全華圖書 

資工二戊 李克宇 
物聯網與 Arduino

系統實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丁 鄭志賢 
物聯網整合系統實

務(一)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丁 何俊輝 
JAVA 程式應用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丁 吳忠義 記憶體封測模擬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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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日間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三戊 黃郁琇 
物聯網整合系統實

務(一)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戊 何俊輝 
JAVA 程式應用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戊 何俊輝 
JAVA 程式應用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丁 黃宇正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丁 吳忠義 製造管理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四戊 林仲晟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四戊 許智淵 製造管理實務 選修 生產與作業管理 813304 978-986-463-798-0 鄭榮郎 全華圖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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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研究所碩士班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碩資工一甲 王耀金 光學篩選系統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碩資工一甲 翁木龍 資訊安全實務 選修 圖解密碼學與比特幣原理   9864761935 結城浩著吳嘉芳譯 碁峰資訊 

碩資工一甲 
傅日明 行動服務系統設計 

選修 
App Inventor 2 零基礎入門

班 
CL050431 978-986-476-737-3 文淵閣工作室 碁峰資訊 

碩資工一甲 劉建源 高等作業系統 選修 Django 從平凡到超凡   9789865033477 唐元亮 全華圖書 

碩資工一甲 王維倫 行動軟體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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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進修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一甲 傅日明 
計算機程式設計

(二) 
選修 

C&C++程式設計經典第三

版 
EL0156 978-986-347-262-9 蔡文龍 碁峰 

資工一甲 曾慶權 電子電路 必修 電子電路 4157036 
ISBN：

9789572184721 
高瑞賢; 全華圖書 

資工一甲 蔡文欽 
記憶體元件特性概

論 
選修 半導體製程概論 510203 978-986-503-522-8 李明駿等全華書局   

資工一甲 鄭志賢 
電腦網路原理與實

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二甲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(一) 選修 JavaScript 精選 16 堂課   9789864345458 陳婉凌 博碩 

資工三甲 王耀金 
大數據分析與雲端

管理實務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甲 黃志峰 
物聯網整合系統實

務(一) 
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甲 謝作生 3D 列印實務 選修 
學 SOLIDWORKS 翻轉 3D

列印 2016 
622507 978-986-463-053-0 詹世良張桂英 全華圖書 

資工三甲 鄭志賢 機器人實務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資工三甲 鄭智謙 JAVA 程式設計 選修 
Java SE8 OCAJP 專業認證

指南 
MP21915 978-986-434-398-0  曾瑞君 博碩 

資工四甲 李克明 數位影音製作 選修 
威力導演 13 數位影音創

作超人氣 
EU0153 978-986-347-410-4 李燕秋 碁峯 

資工四甲 林師嫺 製造管理實務 選修 生產與作業管理(第 5 版)   9789864637980  鄭榮郎 全華圖書 

資工四甲 張福榮 專案管理 選修 學會專案管理的 12 堂課 MO31801 978-986-434-282-2 鍾文武 博碩文化 

資工四甲 謝坤達 機器學習 選修 用機器學習掌握人工智慧 06443-007 
978-986-503-494-8

徐聖訓 
  全華圖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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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制：進修部四技 

班級 授課教師 科目 必選修 書名 書號 isbn 作者 出版書局 

資工四甲 謝隆斌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選修 自編教材         

 


